2018 年云南省中考真题语文
一、语文知识积累（20 分）
1.下列词语中划线字的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殷红（yān） 压轴（zhú） 证券（quàn） 叱咤风云（zhà）
B.菜畦（qí） 讪笑（shàn） 果脯（fǔ）
爱憎分明（zēng）
C.姊妹（zǐ） 抖擞（sǒu） 嫉妒（jì）
提纲挈领（qiè）
D.颓唐（tuí） 恬静（tián） 棱角（líng） 扣人心弦（xián）
解析：A 项，压轴（zhòu）
；C 项，嫉妒（jí）
；D 项，棱角（1éng）
。
答案：B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別字的项是（ ）
（2 分）
A.决窍 分歧 一筹莫展 在劫难逃
B.奔弛 取缔 锋芒毕露 抑扬顿挫
C.阔绰 亵渎 因地治宜 恪尽职守
D.妥帖 荆棘 进退维谷 浮想联篇
解析：A 项，弃弛—奔驰；C 项，因地治宜—因地制宜；D 项，浮想联篇—浮想联翩。
答案：B
3.下列句子中划线词语使用有误的项是（ ）
（2 分）
A.“五一”表彰大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济济一堂，共庆劳动者的节日。
B.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应未雨绸缪，积极拥抱变革。
C.我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机制更加完善，老百姓对此拍手称快。
D.我校新组建的篮球队，在全市中学生球赛上获得第三名，成绩差强人意。
解析：差强人意：原指还年振奋人心。后多指尚能使人满意。不符合 D 项语境。
答案：D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项是（ ）
（2 分）
A.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钢铁厂参观，老工人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小芳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B.“2018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 月 26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参观的人数超过 10 万左右。
C.在央视的文化栏目《国家宝藏》中，通过明星守护人的讲述，使观众看到了国宝的“前世
今生”
。
D.中国 69 岁的“无腿勇士”夏伯渝成功登项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
登上珠峰的人。
解析：A 项缺少主语，可改为：小芳久久不能平静下来。B 项数量词重复，删去“超过”或
“左右”
。C 项使动用法缺主语，删去“通过”或“使”。
答案：D
5.给下列句子接序，最恰当的项是（ ）
（2 分）
①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
②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③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披上了一色的玫瑰红
④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香，周围的雪峰被溶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

⑤自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
A.①④②⑤①
B.④①①⑤②
C.④①①⑤②
D.①③②④⑤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排序能力。阅读每个句子，找到内在的联系。④首先引出描写对象雪
峰，①然后描写雪峰的红光照耀世界的景象，③接着写落日沉没（侧面描写）
，⑤雪峰也变
暗，②最后写落日后牧民们就着落日准备晚餐，铜壶的灯光刚好辉映雪峰的红光。
答案：C
6.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古人把山的北向、水的南岸叫做“明”
，山的南面，水的北岸叫做“阳”。如“阴阳割昏晓”
的“阴”指泰山的北面。
“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的“河阳”指黄河北岸。
B.古代文体中的“记”
，以记叙、描写为主，如《桃花源记》
《小石潭记》
；
“表”是臣下对君
王上书陈情言事的文体，如《出师表》就是者葛亮对后主的上书。
C.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代表作品有小说“激流三部曲”
《家》
《春》
《秋》，和“爱
情三部曲”
《雾》
《雨》
《电》
，杂文集《随想录》等。
D.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其作品人多以动物为主角，借动物嘲讽人性的缺点，影射
社会现实，代表作有《丑小鸭》
《农夫和蛇》《小美人》等。
解析：
《农夫和蛇》选自《伊素寓言》
，作者是伊索。
答案：D
7.根据提示填空。
（8 分）
（1）_____________，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安得广厦千万间，_____________。（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_____________，到乡翻以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
（4）但愿人长久，_____________。
（苏轼《水调歌头》）
（5）
《爱莲说》
中表现君子行为刚正、
通达事理，不攀附权贵的品格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6）绿色，是富于生机的颜色，请你写山连续两句含有“绿”字的古诗名句：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解析：默写时，要字字落实，默写中不能出现错别字、更不能丢字添字；正确理解古诗文篇
段和名句的大意和基本内容。
答案：
（1）入则无法家拂士（2）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3）怀旧空吟闻笛赋
（4）干里共婵娟
（5）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6）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二、口语交际与语文综合运用（10 分）
（一）综合性学习（5 分）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我国正式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合多家
网络媒体发起“崇尚英雄精忠报国”大型网络互动活动，部分中小学也同步开展“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主题班会活动，请你根据下列材料，完成问题。
【材料一】某中学开展“崇尚英雄精忠报国”主题班会活动，对全校同学做了中学生了
解英雄人物情况的问卷调查，以下是调查结果的据统计：

【材料二】
《现代汉语词典》中“英雄”的解释如下：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
而英勇斗争，令人钦佩的人。
【材料三】川航机长刘传健，在万米高空客机驾驶舱玻璃脱落的危急情况下，驾驶飞机
奇迹返航。中国民航局表彰他具有“高超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
。能够在生死一线之际成
为英难，源于他日常工作中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和出类拔萃的专业能力。
8.请简要概括材料中图表的主要信息。（2 分）
解析：分析统计表注意统计表的名称以及表头列出的项目，表格中的极值和表现出来的趋势
等内容。通过表格中的数字和所给的题干要求得到答案。
答案：当前，中学生对古代英雄、革命英雄、动漫电影英雄了解较多，当代英雄了解较少。
9.主题班会“论英雄”环节，同学们展开了自由讨论。请你结合所给材料，对同学们的讨论
作总结发言：
（3 分）
小辉：古代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戚继光等，勇武过人，谋略超群，实在值得钦佩。
小丹：那些动漫电影里的英雄，超人、钢铁侠才叫厉害，每次都能拯救地球。
小薇：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流血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才是真英雄。
小波：现在是和平时期，基本不打仗，也没有外星人入侵，这些英雄再厉害都没用啦。
小梅：那我们今天还要不要英雄？
总结发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结束语要求语言简洁明了、清晰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准确。准确的结束语是对活动
的主要内容、重点、要点进行总结提示，起着帮助理解和巩固的作用。
答案：同学们：英雄不光是勇武过人、谋略超群、拥有超能力、流血牺性的人，只要他不怕
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他就是英雄；当今虽然是和平时期，基本不需要打
仗，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英雄，需要拥有不怕困难、不顾自己这种精神的平凡英雄。
（二）名著阅读（3 分）
晁盖心中欢喜，对六人说：
“我等造下这弥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王头领如此错爱，
我等皆己失所，
此恩不可忘报！
”他
“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
”
．只是冷笑。晁盖道：
他道：
“兄长性直，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颜色动静。晁盖道：
“观那王头领颜色怎地？”他道：
“兄长不看他早间席上与兄长说话，倒有交情。次后因兄
长说出杀了许多官兵捕盗巡检、放了何涛，又见所氏三雄如此豪杰，他便有些颜色变了，虽
是口中答应，心里好生不然。他若是有心收留我们，只就早上使议定了座位，杜迁、宋万这
两个自是粗卤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郡的人，说

事晓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同林冲看王伦答应兄长模样，他自便有些顾的之心，只是不
得已，小生略放言，教他本自相火并。”晁道：
“全仗先生妙策良谋，可以容身。”自夜七人
安歇了。
次早天明，只见人报道：
“林教头相访。”他便对晁盖道：“此人来相探，中俺计了。”
10.选段中加点的“他”是谁？选段表现了他怎样的性格特征？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名著的人物和主要事件的识记。人物性格分析注意从小说的情节入手，
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或其它的侧面描写进行分析总结。
答案：
“他”指的是吴用，性格特点：沉着冷静，神机妙算，足智多谋。
（三）汉字书写。
（2 分）
11.将下面语句用楷书正确、规范地抄写在田字格内。
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解析：注意汉字笔画的条理清晰，正楷字书写，书写要规范、工整、美观，间架结构合理。
不写繁体字。
答案：略
三、阅读（40 分）
（一）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列问题。
（4 分）
游山西村
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策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12.本诗颔联和颈联是从哪两个方面描写山西村的？（2 分）
解析：理解诗句大意，颔联写出山西村山环水绕，花团锦簇，春光无限，这是从自然环境和
地理形势写山西村。颈联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
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这是从祭祀活动和风土人情来写山西村。
答案：颔联从自然环境和地理形势写山西村，颈联从祭祀活动和风土人情来写山西村。
13.请结合“无时”一词，分析尾联中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古诗词情感分析能力。注意题干中要结合“无时”这个词语。理解诗意，结
合写作背景分析即可。
答案：
“无时”的意是没有固定时间，即随时，表达出了作者对山西村的喜爱和想要隐居此
地愜意生活的思想感情。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问题。（12 分）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

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
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
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
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
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
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4.解释下列句子中的词语。
（2 分）
（1）百废具兴 具：______
（2）宠辱偕忘 宠：_______
解析：了解文章内容，弄清句子的意思，根据句意和对文言常用词的掌握来判断字词义。解
释时要注意辨析词义和用法的变化，根据语境判断字词义。
答案：
（1）
“具”通“俱”
，全，皆。
（2）荣。
15.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4 分）
（1）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2）岸连汀兰，郁郁青青。
解析：翻译句子时，要注意重点词语，一定要翻译到位，切忌漏翻关键词语。注意“得无”
“汀”
“郁郁”等字词的翻译。
答案：
（1）观赏这里的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怎能不有所不同呢？
（2）岸上的小草，颜色青翠。小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
16.请从修辞的角度对文中的句子做简要分析。
（3 分）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解析：本题考查诗句的鉴赏能力。题干已给出鉴赏角度，首先理解诗句的含义，再具体分析
其中的字词用了哪些修辞方法，简单分析即可。
答案：这句话的意思：（洞庭湖）包含远方的山脉，吞吐着长江的流水，浩浩荡荡，宽阔无
边；清晨湖面上撒满阳光，傍晚又是一片阴暗，景物的变化无穷无尽。
“衔”和“吞”用的
是拟人手法，极写洞庭湖的气势。
“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用夸张手法，从空间上形容湖面
上的广阔浩渺，从时间上表现景象的千变万化。
17.本文“后天下之乐”中的“乐”和《醉翁亭记》中欧阳修的“乐”，有何异同？请简要分
析。
（3 分）
解析：理解好两篇文言文，扫清文字障碍，疏通文意，并要注意议论抒情的语句，充分把握
内容，然后归纳出原文的中心，重点分析“乐”的缘由。
答案：相同点：二者都是触景生情，抒发自己的抱负情怀，都表述了自己虽遭贬適，却仍怀
济世安民与民同乐的高尚情怀。不同点：欧阳修的“乐”是与民同乐，表明他心中以百姓安
居乐业为重，范仲淹的“乐”则是心怀天下的先忧后乐，立意更加深远。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问题。（10 分）
港珠澳大桥的“科技密码”
①远眺，全长 55 公里双向六车道的港珠澳大桥宛若蛟龙，蜿蜒腾越于蔚蓝色的海面上。
大桥将珠三角地区连成一片，珠海、澳门同香港间的车程由 3 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形成港珠
澳一小时经济生活圈。
②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桥梁工程，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技大桥。
③根据规划，港珠澳大桥工程项目要穿越 30 万吨级巨轮通行的航道，同时毗邻香港国
际机场。大桥要满足 30 万吨级巨轮通行的需求就得建高，要满足附近机场航班降落的限高
需求又得建矮。经过综合考量，大桥的最合理方案确定为“桥、岛、隧交通集群工程”
，即
在航道海域大桥沉入海底，搭建深埋沉管隧道，同时在隧道两端建起人工岛连接桥身。
④外海人工建岛和海底沉管隧道，是港珠澳大桥建设的难中之难。
⑤从上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巨龙在离岸 20 多公里处倏忽隐没，再在 6 公里外腾空而起，
隧道两端的小岛状似蚝贝，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其为“贝壳岛”，这是在外海“无中生有”
造出的两座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小岛。科研人员设计了多个方案，最后探索出外海快速筑岛
技术，即用 120 个巨型钢圆筒直接固定在海床上并插入海底，再在中间填土形成人工岛。每
个圆筒直径有 22 米，大概和篮球场一般大；最高达 51 米，相当于 18 层楼高；重达 550 吨，
与一架 A380“空中客车”相当。工程当年开工，当年成岛，创造了世界纪录。
⑥海底沉管隧道，同样也是庞然大物。5.6 公里的沉管隧道由 33 个巨型混凝土管节组
成，每个管节长 180 米、宽 38 米、高 11.4 米，重量达 8 万吨。要让 33 节巨型管节在水下
近 50 米的海底软基环境下对接安放，难度堪比航天器交会对接，需要精准的遥控、测绘、
超算等一系列技术支撑。面对世界首例深埋沉管的岛隧工程，多个单位的科研人员合作攻关，
创造性地运用“半刚性”沉管新结构技术，飞越了这一国际“技术禁区”。
⑦这是世界最大的钢结构桥梁，能抗 16 级台风、7 级地震，设计使用寿命长达 120 年，
大桥仅主梁钢板用量就高达 42 万吨，相当于 10 座鸟巢或 60 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这在我
国桥梁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大桥的钢桥面铺装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也创造了世界纪录。
⑧施工现场紧邻航道，每天来往船舶多达 4000 余艘。另外，这片海域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中华白海豚的自然保护区，也对建设者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满足工程质量、工期和安
全的需要，也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这座大桥全部
．．采用了“搭积木”的方式来建造。港
珠澳大桥的所有构件，无论
．．大小，都
．是在岸上工厂整件制造，然后运至海上，像“搭积木”
一般拼装在一起，实现了精密制造，精密安装，体现了我国的整体科研水平和装备实力。
⑨在施工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白海豚的干扰？工程团队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
300 多次出海跟踪，拍摄 30 多万张照片，标识了海域内的白海豚数量，并摸清白海豚生活
习性，在施工时采取了针对性保护措施。大桥主体工程完工后，白海豚的数量，由施工之初
的约 1400 头，增加到了约 1800 头。
⑩港珠澳大桥工程项目，从可研阶段到开工建设，科技创新的理念贯穿始终，这个超级
工程集结了我国在桥梁设计和施工、材料研发、工程装备乃至生态环保领域的上千名科技工
作者，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关键材料领域取得全面突破，为我国交通建设行业的自主创
新、技术进步起到引领作用。
（选自《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有删改）
18.港珠奥大桥的“科技密码”有哪些？请根据文章内容饰要概括（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中重要信息的提取。通读全文，整体把握，然后根据提干要求提取关键
句。
答案：①外海快速筑岛技术；②深埋沉管隧道“半刚性”结构技术；③岸上预制，海上组装
的施工方式（
“搭积木”的建造方式）
；④白海豚保护措施。

19.文章第②段画线句使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方法的类型及其作用的分析能力。首先要答出本句运用的是作诠释的说
明方法。再找到文段中的说明对象。说明方法就是为说明对象服务的。
答案：运用了作诠释的说明方法，对“桥、鸟、隧交通集群工程”加以具体的解释，使说明
对象“桥、岛、隧交通集群工程”概念清晰、通俗易懂。
20.第⑧段中加点词语“全部”和“无论……都”之间有什么关系？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的特点。
“无论……都……”限制了“全部”，目的是强
调桥梁的所有部分，都是靠“搭积木”方式完成的。
“无论……都……”是起强调作用的表
条件关系的关联词语。
答案：
“无论……都……”照应了前文的“全部”一词，强调了港珠澳大桥的所有构件都是
在岸上整件制造的，体现了说明文用语的准确性。
21.港珠澳大桥是一项科技创新工程，请你再简要介绍一项能体现我国科技创新实力的工程
项目。
（2 分）
解析：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考查了对我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了解。答案不唯一，只要能答出
近几年我国重大的科技创新项目并加以介绍均可。
答案：
（示例）C919 大型客机采用先进气动布局和新一代超临界机翼等先进气动力设计技术、
结构设计技术和较大比例的先进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减轻飞机的结构重量：采用先进的电
传操纵和主动控制技术，提高飞机综合性能，改善人为因素和舒适性，采用先进客舱综合设
计技术，提高客舱舒适性；采用先进的维修理论、技术和方法，降低维修成本。
（四）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各题，（14 分）
刷子李
冯骥才
刷子李专干粉刷这一行。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什么都不用放，单坐着，就如
同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
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
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
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曹小三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到镇南道给姓李的人家新造的楼房刷浆。到了那
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曹小三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
这楼房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
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好像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房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屋顶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
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像没有蘸浆。但刷子划
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法有高招，有人说
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曹小三哪里看得出来？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
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啪
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
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一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儿，抽一袋烟，喝一碗
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那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
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
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看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
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儿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
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
“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
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仔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
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
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好好学本事吧！”
曹小三学徒的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不一定明白呢。
（选自《俗世奇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2.第一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语段的作用。开头的语段一般都有总领全文、设置悬念引人入胜的作用。
再分析文段中的语句，概括总结即可。
答案：
（1）总领全文，通过写天津的世俗民风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最；
（2）为刷子李的出场做
铺垫；
（3）设置悬念吸以读者的阅读兴趣。
23.品味下列句中的加点词语，分析其表达效果。（4 分）
（1）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父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
．．刷子李的全身。
（2）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字词的鉴赏能力。首先理解词语的本义，再在文中找到语句的位置，结
合上下文情节，体会词语对表现人物心理以及形象的意义。
答案：
（1）
“搜索”的意思是仔细寻找，在文中写出了曹小三对刷子李高超技术的惊奇、佩
服及对证明刷子李刷墙神功是否属实的期待。
（2）
“扫一眼”写出曹小三发现师傅身上有一个白点，对师傅手艺高超的质疑，师傅那如山
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为下文“刷子李”最后揭开谜底：那白点原来是黑裤烧了个小洞造成的！
一波三折的叙事，使“刷子李”的“奇”得到了一次次的渲染，紧紧抓住了读者，起到引人
入胜的艺术效果。
24.文章的主人公是刷子李，作者为什么要用大量的笔墨来写曹小三？（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次要人物的作用。一般来说，次要人物都是用来烘托主要人物的。本文
用大量的笔墨来写曹小三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他来对比烘托刷子李的超凡技艺。
答案：采用对比、烘托的手法，通过曹小三对师傅“半信半疑”的态度和主人公“艺高胆大”
的自信进行对比，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刷子李”这个超凡技艺的“奇人”由衷的赞叹和肯定。
25.刷子李是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文章内容做简要分析。（3 分）
解析：人物性格分析注意从小说的情节入手，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或其它
的侧面描写进行分析总结。
答案：
（1）通过写刷子李刷墙时只穿黑衣黑裤，如果身上有白点就不收钱等，写出刷子李的
技艺高超。
（2）对徒弟细微的内心活动体察入微，心细如发。
（3）和李管事谈事时的派头十

足，体现刷子李的大胆自信。
26.“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读了文章，你
明白了什么？请简要谈谈。
（3 分）
解析：阅读全文，注意议论抒情的语句，把握内容，结合原文的中心，确定一个观点后进行
论述。
答案：明白了“打铁还靠本身硬”的道埋，手艺的高超不是吹出来的，要脚踏实地。
四、作文（50 分）
27.请以“__________二三事”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先将题目补充完整，然后作文。
（2）立意自定，问题自选（诗歌除外）
。
（3）说真话，抒真情，忌抄袭。
（4）文中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5）书写工整，不少于 600 字。
解析：半命题作文则关键在于补全题目，首先要将题目变为自己所熟悉的内容，从自己熟悉
的内容、擅长的体裁着手来写。选择一个比较小的切入口，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切入题目。注
意这“二三事”要写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写出事件的曲折经过，注意细节描写的运用。
答案：略

